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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张秋生　王　娟

　　［摘　要］　在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侨居在澳大利亚的数万名华侨华人心系祖国，和侨
居国人民并肩战斗，用各种形式投入波澜壮阔的世界反西斯斗争，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由于年代较久和史料收集

方面的原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的巨大而卓越的历史贡献，一直鲜为世人所知。本文就

多年搜集的相关史料，从成立各种救国团体，筹款筹物；组织各种集会与宣传活动；直接参军作战或在后方服务三个方

面对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卓越功绩进行简要评述，重点探讨抗战时期澳洲华侨华人捐款的新特

点，以弥补侨史学界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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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从１９３１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起，
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止，中国政
府和人民包括广大海外侨胞同心同德，同仇敌

忾，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一场气壮山河的全民族

的伟大抗暴斗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而在

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侨居在澳洲大陆上的数万名华侨华人和祖

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和侨居国人民肩并肩，手

挽手，满腔热忱，用各种形式投入波澜壮阔的世

界反西斯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然而，

由于年代较久和史料收集方面的原因，澳大利亚

华侨华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的巨大

贡献，一直鲜为世人所知。本文拟就多年来从事

澳大利亚史研究时所搜集的相关资料，对澳大利

亚华侨华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卓越功绩

进行简要论述，以弥补侨史学界研究的不足。

一、成立各种救国团体，筹款筹物，支援中国

抗战

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武装占领了东北。蒋介石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

内”的不抵抗方针，使大片国土沦陷敌手，在中华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的抗日

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血浓于水，澳洲

广大侨胞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积极行动起

来，组织各种救国团体，筹款捐物，尽自己最大力

量支援祖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至全国抗战开始后，澳洲华侨华

人建立了许多救亡团体，这些团体虽大小不一，

立场不同，活动各异，但均打破了昔日的门户之

见，以抗日救国为其主要任务。它们和过去封建

色彩很浓厚的会馆堂社已有本质上的区别。澳

洲华侨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一般都是以这些团

体为基础展开的。据《现代华侨》第 ３卷第 ２、３
期合刊（１９４１年 ３月 １５日）统计，至 １９４１年 ３
月，澳洲建立的各种救国团体有记录者就达 １０
个之多。① 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中华会馆的

协调下，中华会馆、中华商会、四邑会馆、广肇会

馆、国民党驻悉尼直属支部等数十个社团，在悉

尼联合成立华侨抗敌救国后援会。② 墨尔本亦

“由中华公会组织发动”，澳洲“各地纷纷成立救

①

②

任贵祥：《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６页。
任贵祥：《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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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分会，筹募抗日”。① 新南威尔士州的华侨妇女

率先行动，她们在悉尼成立了“新南魏斯里中国

妇女筹金救国协会”，组织募捐，支援祖国抗战大

业。②

自辛亥革命以来，捐款是华侨支援祖国反帝

反封建革命的一种最常见最主要的方式，然而，

抗战时期澳洲华侨华人捐款和以前相比具有新

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特点之一：捐款数额大，持续时间长。

从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到七七事变后的全

面抗战，海外华侨华人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均

以捐款方式表示爱国热忱。所捐款项尤十百倍

于往昔诸役。如购置飞机之航空救国捐，救护伤

兵，设置医院之义捐，难民衣物捐等，莫不一呼百

应，争先恐后”③。澳洲华侨华人也不例外，他们

闻风而动，在中国驻悉尼总领事保君建（１８９６－
１９７０）等人士的具体帮助下，积极行动起来，对祖
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捐助活动。当时在悉尼主持

捐款救助抗日战争的侨团领袖马亮华、欧阳南、

林子耀等人，做了大量的动员组织工作，筹得大

批款项。由于种种原因，悉尼华人“捐款总目已

无资料可寻，估计当在１０万镑以上”④。
据“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后经收国内外同胞爱

国捐款报告表———国外部分（１）”所列款项，可知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曾于１９３７年７至１２月，共捐
港币五万元。１９３８年全年捐港币一千元、英金七
千一百一十镑。１９３９年全年捐英金三万一千一
百镑。单以二年半共献抗日捐款三万八千一百

一十镑、五万一千元港币”。⑤

另据部分资料统计，仅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
起至１９３９年６月止，澳洲华侨捐回祖国之捐款共
３７．５万元（新西兰５３．４万元）”⑥。“从抗战爆发
至１９３９年底，大洋洲（包括新西兰———笔者注）
华侨共捐国币１４６７３０４．６７元”⑦。

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持续８年之久，澳洲华
人的爱国救亡热情丝毫未因岁月艰久而衰减，而

是持续高涨。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宋庆龄女士向海外
侨胞呼吁为祖国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悉尼华侨

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义演筹款购药，通

过滇缅公路运往国内抗日前线。澳洲侨胞的爱

国精神得到了宋庆龄女士的复函赞扬。⑧

特点之二：捐款形式多种多样，捐款阶层广

泛。

澳大利亚地处偏远的南半球，虽然华侨人数

有限，经济实力远不能和东南亚、欧美华侨相比，

但从富有的工商侨领到普通的工薪阶层，从年过

六旬的老人到青年，从男人到妇女，从个人到社

团，都在尽自己的力量，开展各种形式的救亡活

动。

据１９３１年 １１月 ２１日广州《民国日报》报
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墨尔本 “全埠侨胞，异常

愤激，爰尽匹夫之责，组织‘抗日救国会’，内部分

组：一、检查队，检查仇货（指日本货）；二、宣传

队，在国民党部及华侨团体
"

尽量宣传；三、募捐

队，向各团体各商店募捐款项，预备为对日宣传

之军费。现查该埠蕉行（系华侨水果商行组织）

在公积金内提捐英金一千镑，并向各埠华侨商

店，每日在营业额内提捐二十分之一。另华侨以

个人名义，捐助一百镑至二百镑者，数亦不少，现

已捐得五千镑，以之兑换我国毫洋，约十万有奇，

此款俟［中国］政府对日正式宣战时，即行返还。”

墨尔本华侨的爱国热诚，由此可见一斑。⑨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日，“新南魏斯里中国妇女筹
金救国协会”即用会长名义从悉尼向南京发去信

件，报告她们响应祖国号召在募捐抗日方面取得

的初步成绩。瑏瑠

１９３９年１月，悉尼中华青年救国团组织华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雷镇宇：《澳洲华侨概况》，（台湾）正中书局１９９１年版，
第５２页。

郭存孝：《中澳关系的流金岁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４８页。
刘渭平：《澳洲华侨史》，（台北）星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第１８６页。
刘渭平：《澳洲华侨史》，第１８６页。
郭存孝：《中澳关系的流金岁月》，第１４８页。
陈直夫：《澳洲及旅澳华侨》，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第

５６页。
《中华民国海外侨胞救济及慈善捐款征信录》，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１６，卷号４１５。
《华声报》，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５日。
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１日。载郭存孝：《中

澳关系的真情岁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６页。
郭存孝：《中澳关系的流金岁月》，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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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舞会，把所筹舞票７镑４先令６便士捐给祖
国，钱数虽少，却表达了华侨青年心系祖国抗战

的爱国深情。①

１９３９年７月１日，正当中国开展全面抗战之
际，悉尼的一群热血爱国青年黄家权、布德威、张

岳彪、杨景棠、梁乙、何国伟、黎太行等人正式成

立了“澳洲雪梨埠侨青抗战话剧社”（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ｏｕｔｈ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②，推举黄家权为主
席。他们赶排抗日救亡话剧，在当年 ８月，借致
公堂礼堂开游艺大会，第一次公演了话剧《营沟

线上》，在澳洲侨胞中引起很大反响。当晚共募

捐得澳币６镑１０先令，并当即将款项交悉尼中国
领事馆寄返国内。③

不光华侨青年踊跃参加捐款救亡活动，一些

老人和妇女也在尽自己微薄之力。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澳大利亚成为美国盟军的反攻基地。在

澳洲美军华人服务营中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华

侨，在爱国捐款中，一次将自己数十年积蓄养老

用的３００金镑血汗钱全部捐给祖国。④

为了扩大声势，广泛动员全澳华侨华人将爱

国捐助活动坚持下去，悉尼华侨华人联合各界组

织了著名的“金龙舞会”，在每年五月端午节前后

择日举行。地点在乔治街市政府附近一个叫“脱

卡地罗”的大舞厅，可容纳两三千人。在会中有

依西俗举行的成年女孩初入社交界仪式，还有中

国服装及舞狮、歌唱等表演，所得门票收入一半

用于捐助中国政府的战时孤儿救济基金，一半捐

给当地的慈善团体。主管金龙舞会的有一名著

名的华人妇女马好夫人，她与舒侃共同组织了澳

洲中国妇女协会，自己任副会长，领导会员 ４００
人。她组织各种文艺、慈善活动，利用展览会、义

卖会、音乐会、家中茶会等方式，将中国人民英勇

抗战的事迹介绍给澳洲人民。⑤

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３日，墨尔本中华公会又一次
“捐款澳币四百镑”，用于祖国“慰劳将士及救济

难民之用”，并“倾交由联邦银行折成英金三百二

十镑电汇”重庆外交部。⑥

特点之三：积极参加国民政府发起的各种劝

捐运动，支援祖国抗战与建设。

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民政府除

发行了大宗认购的“节约建国储蓄
#

”外，还推出

了“征集寒衣”“捐献药品”“航空救国捐”等，都

受到了包括澳洲侨胞在内的广大海外华侨华人

的积极响应，成果显著。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
五届六中全会的前两天，成立了中国国民党 “节

约建国储蓄运动委员会”，国民政府公布了“节约

建国储蓄条例”。行政院长蒋介石发表了《告全

国同胞书》，勉励海内外侨胞积极购买节约建国

储蓄，支援抗战和祖国建设。国民党中央与涉侨

有关部门———中央海外部、外交部和侨务委员

会，相继成立了各自的节约建国储蓄团，拟订了

劝储竞赛办法，开始多渠道地向驻外使领馆和华

人社团劝储，以完成１９４１年三亿国币的购买指
标。

从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９月，劝储成果为一亿一千
五百三十万元，离三亿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其主

要原因在于：华侨最多的东南亚地区，“当地政府

统制外汇条例”，美洲各国亦规定“不得销售”“各

种有价证券”。而澳洲华侨华人虽数量有限，却

认购数量不菲，其中：中国驻悉尼总领事保君建

经手的为８０１，９９１．７４元，墨尔本中华会馆主席经
手的为９７６，０４１元，总领馆驻墨尔本办事处经手
１３３，７３３元。总计１，９１１，７６５．７４元。⑦

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力量薄弱，飞机严重不

足。“航空救国捐”的推行即为在海外华侨中募

捐资金，购买飞机。澳大利亚华侨虽实力有限，

也“筹集到９０００多英镑”，存于美国旧金山的广
东银行。⑧

关于“节约建国储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海外华侨捐款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

１１６，卷号４１５。
成立后不久改名“澳洲雪梨侨青戏剧研究社”，１９４０年５

月改为“侨青社”（ＣｈｉｎｅｓｅＹｏｕｔｈＣｌｕｂ），１９４２年起正式定名为“澳
洲侨青社”，１９４４年８月将英文名定为“ＣｈｉｎｅｓｅＹｏｕｔｈＬｅａｇｕｅ”。

郑嘉锐：《澳洲侨青社五十五年》（二），澳洲《华声日

报》，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９日。
《华侨先锋》第七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１９４５年。
澳洲《星岛日报》，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６日。
郭存孝：《中澳关系的真情岁月》，第１５４页。
郭存孝：《中澳关系的真情岁月》，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郭存孝：《中澳关系的真情岁月》，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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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珍藏的有关原始档案真实具体地反映了澳洲

华侨社团、华商、侨领踊跃争购节约建国储蓄
#

等，热情支持祖国抗战大业的拳拳爱国之心。

如：

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９日，国民政府驻悉尼总领事
保君建呈文中国外交部称：澳洲侨民黄蒲生购买

节约建国“乙种储蓄
#

，计十元
#

一张、五十元
#

一张、一百元
#

三张、一千元
#

八张，合共
#

面八

千三百六十元”。①

又据墨尔本办事处曹（文彦）副领事于１９４１
年４月２日致函重庆外交部称：“代侨商陈明相
购买储蓄

#

款，计澳币一千七百五十镑，已于本

年一月九日，由该地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Ｂａｎｋ（联邦银
行）电汇至香港中国银行转财政部并请该行代

办。”②

澳洲侨胞积极购买“节约建国储蓄
#

”，仅悉

尼总领事馆在１９４１年４月３０日之前已“先后寄
（国内）逾２００万”。其后最大的一笔款项为悉尼
总领事馆于１９４１年４月３０日收到的“澳币１４，
９２０镑，约合国币 ８６万。今日已由英、美、澳银
行，折合英金１１，８８０．１１镑”，由悉尼总领事馆电
汇重庆外交部，并“核发乙种储蓄

#

如下：（一）三

年期１００元三张，５００元四张，１０００元一百四十七
张，１００００元三十二张；（二）五年期１００元六张、
５００元七张、１０００元六十四张，１００００元四十九
张。”③

此外，还有驻悉尼总领事洪子隆于１９４５年８
月１７日呈文重庆外交部称：悉尼侨胞响应 “鞋袜
劳军运动”，筹集“英金四三五二英磅（镑）一六先

令二便士。当于本日由此间中南银行专发鞋袜

劳军之用。谨祈转交全国慰劳总会”等。④

二、组织各种集会与宣传活动，积极支持和

声援祖国抗战

著名抗日将领蔡廷锴将军领导第十九路军

在上海进行了震惊世界的淞沪抗战，失败后，因

参与发动“闽变”被迫离职，辞去了第十九路军总

指挥和福建政权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之职。在香港闲赋一月后，为答谢海外侨胞在淞

沪抗战时期的热情支持，探询侨胞生存与发展状

况，考察各国军事，蔡廷锴将军于１９３４年３月初

开始赴欧、美、亚、澳四大洲考察。其中赴澳考察

活动得到了澳洲侨胞和华人社团的热情接待、精

心组织和安排，由悉尼、墨尔本诸多侨团组织的

演讲会，华侨华人踊跃参加，大大调动了澳洲侨

胞抗日救国的情绪。

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５日，蔡廷锴将军一行在悉尼
登岸后，即受到“刚成立的欢迎蔡将军访澳大会

主席朱松庆、黄柱两先生”和“澳大利亚中华总商

会、要明、中山、四邑、三邑等五大会馆和洪门中

国致公党的领袖及代表”和其他侨胞约千人的隆

重欢迎。⑤ 蔡廷锴将军在澳洲华人社团安排的演

讲中指出，“今来澳大利亚特想其淞沪抗战时，澳

大利亚侨胞以物质支援第十九路军之盛情”，

“惋惜淞沪抗日功败垂成，自谦惭愧，今得以悉尼

侨胞欢聚一堂，无限愉快”，最后他深情地说道：

“我国国势至此，愿与澳大利亚侨胞合力拯救，不

使祖国有灭亡之痛。”３月９－１３日，蔡将军又赴
墨尔本考察、演讲，受到澳大利亚华人联合会副

主席陈瑞熙、中华公会、中医公会等众多墨尔本

侨胞的热烈欢迎。墨尔本华人团体在南墨尔本

“致公堂”（现为“四邑会馆”）为蔡将军组织了盛

大的欢迎会和演讲会，墨尔本各界侨胞“七八百

人涌入会场”，以致“致公堂各室水泄不通”。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生活物资极端缺乏，澳

洲政府每年只发给每个公民购物券１１２张，购买
日用品。“澳洲雪梨埠侨青抗战话剧社”缺少宣

传演出的戏服道具，许多热心的社员便自动捐献

购物券购买布料，在夜晚周末自制戏服布景。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他们每年都公演粤剧或话剧一至
数次，将筹得的款项汇给国内支援前方抗战将士

和各地受灾的同胞。１９４４年７月，他们又响应宋
庆龄女士的呼吁，在悉尼市政厅礼堂等处，多次

演出粤剧、琼剧或音乐会，声援祖国抗战，并将筹

得的款项通过宋庆龄转交给白求恩国际和平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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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中国抗日游击战士。侨青社还组织了规模

盛大的献捐大会，发动广大侨胞踊跃购买救国公

债和澳洲的国际公债，支援反法西斯战争。①

三、直接参军作战，或在后方服务，多人荣立

战功和受到表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第二代澳洲华侨

华人参军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的

华侨华人更多。由于“华人秉性谦逊，不务炫耀，

以致其忠勇事迹鲜为人知”②。澳大利亚联邦政

府多元文化事务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澳洲华裔参
军史略》，尽管材料收集不全面，仅载有２０余人，
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澳洲华侨华人与澳洲人

民并肩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团结战斗的友谊与

精神。据李承基先生选译的《澳洲华裔参军史

略》记载，澳洲华人参军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当时“按照澳洲国防法例，非纯白种公民，

不准入伍……直到１９１６年，兵源日渐缺乏，国内
劳力减少，田园荒芜；且在欧洲战场，兵士伤亡惨

重，澳洲人民始尝到‘兵凶战危’之苦果。于是，

大部分选民纷纷而起，反对征兵法例。在兵源缺

乏和选民厌战两大压力之下，澳洲政府遂对于兵

役限制，曲予放宽，第二代华人始得入伍。”在这

种情况下，始有唐威（ＳａｍＴｏｎｇｗａｙ）、沈占（ＪＭ
Ｓａｍ）、阿余（ＡＨＹｅｅ）③等一批华人摈弃“白澳”
前嫌，参军入伍，给予澳洲人民以道义上的支持。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
战争爆发，之后新加坡陷落，香港失守，战局急转

直下，澳洲北部达尔文也遭日机轰炸。当澳大利

亚面临历史上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批华裔青

年踊跃参军，与澳洲士兵并肩战斗，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由于华

人聪颖机智，勇敢善战，所以无论在陆海空各正

规军兵种，还是在后方服务部门，无论在前线作

战侦察部队，还是在空勤军医岗位上都活跃着华

裔士兵的身影。

华裔上士王裕才（ＪａｃｋＷｏｎｇＳｕｅ）入伍不久
即被调至联军总部直属情报组受训。１９４５年 ３
月３日，他率少数队伍，深入日军心脏地带英属
婆罗洲的狄加行（Ｔｅｇａｈａｎｇ）和柏拉·拍拉（Ｐｕｒａ
Ｐｕｒａ），搜集军事情报，组织当地游击队突袭敌人，

破坏敌战略物资，其行动全是孤军作战，随时有

可能牺牲。王裕才不顾个人安危，完成使命。同

年５月２１日，再冒生命危险，为第９军侦探敌情，
以备反攻之用。他自告奋勇，深入日军密集的重

要据点──雾佛地区，在光天化日之下，潜入邦
高火车站，巧施妙计，将敌站长挟持，加以审讯，

获得许多宝贵情报，并潜伏８天，胜利归来。１９４６
年５月２５日，王裕才受到澳洲总督褒奖，后荣获
澳洲军人优异勋奖章ＤＣＭ（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Ｃｏｎｄｕｃｔ
Ｍｅａｄａｌ），时年仅２１岁。④

阮来（ＲｏｙＧｏｏｎ）祖籍广东新会，有“澳洲华
裔第一位飞行家、航空教练及空军优秀指挥官”

之美誉。阮来在 ３０年代初即取得飞机驾驶资
格，１９３５年成为航空教练，１９３９年受任澳洲皇家
空军（ＲＡＡＦ）教练职位，培养了数百名优秀飞行
员，其杰出代表杜鲁士葛（ＢｌｕｅｙＴｒｕｓｃｏｔｔ）曾在英
伦空战中立下赫赫战功。阮来不甘心在后方工

作，多次要求上蓝天杀敌。１９４２年终于如愿，被
编入皇家空军第２４中队，驻守新几内亚的力包
前线，多次出色完成轰炸任务。后升任悉尼第一

战区空军总部飞行专官专员要职。１９４３年再升
为第８３飞行中队指挥官，进驻新几内亚高胡基
地，担负起防守澳洲的重责，多次完成艰巨任务。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日，受澳洲政府褒奖。⑤

更令人钦佩的是，阮来兄妹 ６人均参军报
国，投身沙场。阮来大弟勃特也参加空军，官阶

中尉，因作战受伤，终身残废。二弟依迈，三弟高

符理，四弟阿历，均在步兵师服役，参加了新几内

亚的前线战。小妹燕达，在新几内亚及婆罗洲陆

军医院工作。⑥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在澳参战的华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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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胜数，诸如著名侨领刘光福之子刘国保应

征海军，服役于“尼泊尔”号战舰，并升任最高级

文员“大写”（ＬｅａｄｉｎｇＷｒｉｔｅｒ）；农家子弟萧德成四
次申请入伍，终偿所愿，成为一名杰出的飞机机

械师；高尔明、高尔清兄弟先后入伍，兄长成为高

射炮兵，弟弟成为陆军军医；女青年阮伦妮服役

于美国驻华空军总部（昆明），因秘书工作出色，

荣获褒奖和美国空军徽章……①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洲还有

大批华人海员和华工随军服役，为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竭诚贡献自己的力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澳洲政府陷入了兵员缺

乏，劳工不足的困难境地，而从秘鲁、新几内亚先

后随盟军撤来澳洲的３６００多名华工和海员，及时
弥补了部分兵源和劳工的匮缺，澳洲政府以“难

民身份”接纳了他们。将他们编为“华人劳工

队”，先在澳洲中部开采矿产，后转至美军昆士兰

基地，在船坞从事修理补给工作。② 随着太平洋

战争日趋激烈，留在澳洲西岸无法离境的华人海

员不断增加。为补充兵员，提高作战能力，澳大

利亚军需部长福特下令在西澳招募华工，组织华

人工兵部队。首批入伍的３９４名华工，于１９４２年
５月迁往克莱尔蒙特营地，定名为澳大利亚（华
人）第７工作连西澳分队。另外，一些具有特别
技能的华工，则被编入澳洲现役部队。据资料统

计，当时在澳洲参加抗日的华工海员，主要来自

中国天津、上海、广州、汕头和海南等沿海地区，

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为盟军盟邦服务，出生入

死，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

澳洲人民的尊重。③

结　语
综上所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促成了中国历

史上最广泛的民族大觉醒和民族总动员，也极大

地激发了海外侨胞空前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斗志。

远隔重洋的澳洲华侨华人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而卓越的历

史贡献，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纪念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的今天，他们的历
史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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